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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小将夺全国原型制作银牌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选手参战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全获奖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涵 实习生 乔春娜

原型制作银奖 张风利
实现山东参战该赛项最好成绩

2000年出生的张风利，虽然年轻，但
已经是两次参战全国赛的“老将”。2018
年，他代表山东挑战第45届世赛原型制作
项目全国选拔赛，获得第八名，两年后斩
获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原型制作(第46届
世赛选拔项目)第二名。

这块银牌意义非凡。不仅是山东交通
技师学院参战世赛选拔以来的最好成绩，
也是山东省参战世赛原型制作项目选拔的
新突破，张风利至少为大赛训练了整整3年。
成绩可喜，赛场上的他却并非一帆风顺。

比赛刚刚开始，张风利忽然感觉自己
全身发热。“我以为自己发烧了。”当时他
内心非常慌张，大脑一片空白。可想到进
入赛场前自己经过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检
查，他才意识到这是因为紧张而致，随即
努力深呼吸，集中精力投入到比赛中去。

原型制作赛项需根据给定的图纸和
材料，运用机械加工、手工等工艺制作机
械臂模型，并对模型喷漆上色，涉及CAD、
正逆向设计、车床、铣床、钳工、打磨、喷漆
等7个工种的多种操作技能，时间仅3天，
整个过程极其考验选手的综合技术运用
与创意设计等能力。“相比于往届大赛，此
次大赛对手工制作的精准度和美观度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新增设了逆向设计
考核模块，比赛中在这些方面做得还不是

很好。”张风利说，对于这些新技术、新方
向，未来将重点攻克。

“不同工种的设备会设定使用时间，
有时候机加工卡点了，就需要用手工衔接
制作，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造型、尺寸都
精美才会在评分中有利，只有‘熟’和‘巧’
的选手能应对。”该赛项教练员赵向阳说。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学院领导对培育技
能人才的高度重视，离不开学校提供的人力、
物力与财力的支持，离不开教练的精心指导、
无私奉献。接下来，团队将根据本次比赛失分
点以及赛项变化动态调整训练方案，争取在
接下来的全国精英晋级赛中再创佳绩。

重型车辆维修优胜奖 杨中全
比赛首日抽到了“王炸”考题

学院重型车辆维修项目教练段德军
介绍，本次全国大赛该项目设柴油发动机
系统、液压工作装置、新车交付检查、电气
系统四个模块，涉及装载机、滑移装载机、
挖掘机、发动机(两款)共五个机型。该项
目主要考核选手对大型机械和工业设备
的维修与保养，选手必须能够维护与修理
固定的或是可移动的内燃机和组件。学院
18岁选手杨中全一举斩获全国第四名，获
“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赛场除了比实力，还要“拼运气”。在
赛前的抽签阶段，杨中全第一天就抽到了
液压工作装置和电气系统，属于该项目中
最能拉开成绩、决定比赛结果的两个模块。

“每个模块分别设置10个左右的排障考题，
这两个模块工序量大，排障比较复杂，非常
考验选手的实时思维。”一天要拿下液压和
电气两个模块，杨中全相当于碰上了项目
中的“王炸组合”，好在他迅速摆正“先苦后
甜”的心态，最终在赛场上稳定发挥。

重型车辆维修较其他世赛项目的考
题具有一定特殊性。“所有比赛模块都使
用英文技术资料，要求选手具备深厚的英
文专业能力。”杨中全表示，自己在英文方
面比较薄弱，导致赛场内容理解上有欠
缺，这也是自己后期需要改进的地方。“全
国大赛是精英的舞台，离三甲仅有一步之
遥，但我也看到了与优秀选手的差距，这
也是我未来前进的动力。”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是我省参战世赛

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王牌院校。此前，在
第45届世赛该项目选拔中，学院选手贾俊
豪“通关”全国选拔赛入选国家集训队，经
历了9进5、5进1选拔，最终获得国家集训
队第三名，根据规定将直接晋级46届世赛
该项目国家集训队。“早7点到晚22点，中
午不休息，这是贾俊豪和杨中全的日常训
练模式。”段德军说，国赛后，两位选手将
更加打起精神，投入到接下来的国家集训
和晋级考核中，他们仍将努力激励，任重
而道远。

12月13日，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在广州闭幕，大赛设86个赛项，包括63个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选拔项目和23个国赛精选项目。在世赛选拔
项目中，山东交通技师学院选手张风利斩获原型制作赛项银牌，是我省参战该赛项以来的最好成绩；杨中全、伏兆鑫分分获重型车辆维修、工
业设计技术项目优胜奖。所选派的三位选手均入选第46届世赛中国集训队，山东交通技师学院在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取得了“开门红”。

杨中全在重型车辆维修赛场。

张风利在原型制作赛场。
相关链接

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世
界性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
能奥林匹克”。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
共86赛项，在其中的63个世赛选拔项
目中，将选择各项目排名靠前的选
手，组建国家集训队，经过集训队内
层层选拔，“最终第一”将代表中国参
战2022年在上海举办的第46届世赛。

此外，根据规定，第45届世赛各
项目适龄备选选手和集训最终排名
3—5名(团队项目为第3名)适龄选手
可直接入围第46届世赛中国集训队。

12月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04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疫情防控通知

“两节”期间鼓励员工在工作地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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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 王学钧

“双节”来临，人员流动性
增强，聚集性活动增多，疫情传
播风险增大。对疫情防控而言，
这又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跟新冠肺炎疫情缠斗了一
年，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抗疫经
验，建立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疫
情防控体系。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的背景下，即便偶有新发病
例零星出现，也不应一惊一乍
惊慌失措，及时按既定防控程
序采取应对措施就是了。

“双节”期间则另当别论。尤
其是春节，那可是中国人的大日

子。因突如其来的疫情，上一个
年被憋在家里没过好，不少人已
铆足劲儿要在春节期间好好聚
聚，好好走动走动，好好乐和乐
和。这是一种人之常情，更是对
疫情防控的一次挑战。在冬季这
样一个传染病高发季节，更多的
人员流动与人群聚集就意味着
更大的疫情传播风险。在散发病
例时有发生、有的地方已宣布进
入“战时状态”的当前，强化“双
节”期间的疫情防控理所当然。

各地各相关部门已未雨绸
缪，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各种疫情
防控措施。接下来，就要看应对
之策如何精准落地了。严防散发
病例传播扩散，严防出现聚集性

疫情，需要有关部门的慎终如
始，需要防疫人员的一丝不苟，
也离不开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公
民的密切配合。疫情防控不是哪
个部门哪个群体单方面的事，而
是一场全社会都要积极参与的
人民战争。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不仅要
对“双节”疫情防控措施给予充分
的理解，更要在落实各项疫情防
控措施时表现出应有的自觉自
律。过节期间，每个人都应牢记疫
情防控的“四大功课”——— 戴口
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假期
安排要注意，尽量减少不必要的
外出，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聚集；交
通出行要注意，尽量不出境、不扎

堆，不去中高风险区；购物娱乐要
注意，尽量错峰出门，尽量少作停
留，严格坚守一米间距；外出聚餐
要注意，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聚餐，
聚餐时尽量实行分餐制，坚持用
好公勺公筷；景区旅游要注意，尽
量避开热门景点高峰期，尽量通
过网络预约购票，景区内戴好口
罩并保持安全距离；医疗就诊要
注意，身体不适早就诊，尽量预约
挂号、私车到院，诊疗过程中严格
做好个人防护。

对一些人来说，这样过节
也许不够热闹。但是，为了呵护
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局面，为
了让今后的节日能过得更祥和
更喜庆，我们别无选择。

过节莫忘防疫，有平安才有欢乐

据新华社电 国家卫生健
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12月30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我国本土疫情
呈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
交织叠加态势，防控形势严峻
复杂。12月，已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 1 0 4 例 ，比 1 1 月 增 加 了
76 . 3%。

胡强强介绍，当前，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流行加速，截至12
月29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
达8015万例，其中43%为11月
以来新增。多个国家出现新冠
病毒新变种，疫情加速传播风
险进一步加大。

胡强强表示，元旦和春节

期间，境外回国人员增多，境内
人员流动性大，聚集性活动特
别是室内活动多，进口冷链食
品和货物物流增大，加大了疫
情传播风险。对此，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关于做
好2021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对
落实个人防护措施、社会和企
事业单位防控措施、行业防控
责任、地方政府责任等方面提
出了明确要求。

通知明确，鼓励员工在工作
地休假。各地政府要加大宣传力
度，鼓励企事业单位根据生产、工
作情况和职工意愿，灵活安排休
假，引导职工群众在春节期间尽

量在工作地休假，做好留在工作
地的职工春节期间保障工作。为
春节期间加班的职工依法支付加
班工资和调休。

通知强调，减少人员聚集。
保持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提倡
家庭私人聚会聚餐等控制在10
人以下，做好个人防护，有流感
等症状尽量不参加。尽量不前
往人员聚集场所尤其是密闭场
所。

通知提出，引导错峰出行
和线上消费。优化调整学校寒
假放假、春季开学时间，错峰安
排春季学期开学返校，同时做
好节假日留校学生的管理服
务。引导务工人员等在条件允

许情况下留在务工地过年，指
导督促用人单位依法依规做好
加班工资支付和调休等工作，
引导务工人员错峰返乡返岗。
加强民政服务机构、监所等重
点场所疫情防控，妥善处理群
众接老人回家过节等情况。引
导电商企业为群众采购提供便
利，倡导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
方式进行消费，疏解采购年货
可能导致的人群聚集。

据悉，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将于2021年1月组织赴各地
开展春节期间疫情防控专项督
查，对防控措施落实不力、造成
疫情扩散的情况进行通报，追
究责任。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30
日通报，近期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出现针
对初、高中在校生开展全日制培训，在
职教师到培训机构兼职，化学实验导致
学生烧伤，课堂播放电视剧等问题。国
务院教育督导办要求，严肃查处违法违
规培训机构，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和营
业执照。严肃处理中小学在职教师到培
训机构兼职，直至吊销教师资格证。严
查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学籍
业务办理不及时等问题，坚决防止办理
虚假休学手续实际在外借读或参加全
日制违规培训。 据新华社

国务院教育督导办：

严查中小学教师
到培训机构兼职

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息，针
对“双十一”前后消费者反映强烈的网
购先提价后打折、虚假促销、诱导交易
等问题，根据价格监测和投诉举报等有
关线索，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北京京东
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京东)、杭州昊
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天猫)、广州唯品
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唯品会)三家企业
开展自营业务不正当价格行为进行了
调查，并于2020年12月24日依据《价格法》
第四十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
定》第七条作出处罚决定，对上述三家
企业分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
政处罚。 据《人民日报》

京东天猫唯品会
涉不正当价格行为
分别被罚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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